UT-M14功率放大器用户手册
序言
尊敬的用户：
您好！感谢您选购全新的优利德仪器，为了正确使用本仪器，请您在本仪器使用之
前仔细阅读本说明书全文，特别有关"安全注意事项"的部分。
如果您已经阅读完本说明书全文，建议您将此说明书进行妥善的保管，与仪器一同
放置或者放在您随时可以查阅的地方，以便在将来的使用过程中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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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避免人身伤害，并防止损坏本产品或与本产品连接的任何产品。为避免可能的危险，
本产品只可在规定的范围内使用。只有受过专业培训的人员才能执行维修程序。
为了防止火灾或电击危险，请注意本产品的所有额定值和标记。在对本产品进行连接
之前，请阅读本产品用户手册，以便进一步了解有关额定值的信息。
不要使用高于仪器额定值的输入电压。
使用前，检查附件是否有机械损伤，如果发现损伤，请更换。
仅使用本产品配置的附件，当附件有损伤时请勿使用。
不要将金属物体插入本产品的输入、输出端。
如怀疑本产品有损坏，请让合格的维修人员进行检查。
请勿在仪器机箱打开时运行本产品。
请勿在潮湿的环境下操作。
请勿在易燃易爆环境中操作。
保持产品表面清洁和干燥。

二. 快速入门
1.UT-M14功率放大器简介
UT-M14功率放大模块是UNI-T公司UTG系列函数/任意波形发生器的一款选配附件。它
的全功率带宽高达2MHz，输出摆率Slew Rate大于160V/μs；它既可以和UTG全系列产
品连接，从而快速地搭建测试平台，又可以作为单独的功率放大器配合其他的信号
源使用。
2.主要特性特色
 独立的按键操作，不用依赖于计算机就可以灵活的设置放大器的增益（×1或×10）、
极性（同相或反相）、输出开关，操作灵活，简单.
具有50kΩ的高输入阻抗
 完整的输出保护电路（输出过流保护、输出端过压保护、内部温度异常保护），确
保仪器稳定、可靠、安全的工作
 体积小巧，便于携带，使用方便
3.一般性检查
当您得到一台新的功率放大器时，建议您按以下步骤对仪器进行检查。
a.检查是否存在因运输造成的损坏
如果发现包装纸箱或泡沫塑料保护垫严重破损，请和经销此产品的经销商或当地办事
处联系。
如果因运输造成仪器的损坏，请注意保留包装，通知运输部门和经销此产品的经销商，
经销商会安排维修或更换。
b.检查附件
关于随机提供的附件明细，请参考本手册中的"附录B：配件清单"一节。如果发现附
件缺少或损坏，请和经销此产品的经销商或当地办事处联系。
c.检查整机
如果发现仪器外观破损，仪器工作不正常，或未能通过性能测试，请和经销此产品的
经销商或当地办事处联系。
4.面板和按键介绍
U-M14功率放大器向用户提供了简洁、直观且操作简单的前面板，后面板如下所示：
前面板:
电源指示灯

状态指示灯

功能按键

一. 安全信息

信号输入端

1.安全术语和符号

信号输出端

本手册中的术语
以下术语可能出现在本手册中：
警告：警告性声明，指出可能会危害生命安全的条件和行为。
注意：注意性声明，指出可能导致此产品和其它财产损坏的条件和行为。
产品上的术语
以下术语可能出现在产品上：
危险：表示您读取此标记时可能会立即对您造成损害。
警告：表示您读取此标记时可能不会立即对您造成损害。
注意：表示可能会对本产品或其它财产造成损害。
产品上的符号
以下符号可能出现在产品上：
交流电

测量接地端

壳体接地端

开/关机键

高压危险

注意，请参阅手册

保护性接地端

CE标志是欧盟的注册商标

CSA标志是 CSA International 的注册商标
C-tick标志是Spectrum Management Agency of Australia 的注册商标。它表示符
合根据1992年的《无线通信法案》的条款制订的Australian EMC Framework规定
包含超过最大浓度值(MCV)、40年环保使用期限(EPUP)的六种有害物质中的一
种或多种1SM1-A 此文本表示该仪器属于“工业科学和医疗组1类别A”产品
(国际无线电干扰专门委员会(CISPER)11，第4条)

进风口

1. 状态指示灯
部份状态指示灯用"常亮"和"闪烁"指示功率放大器不同的工作状态；绿色状态指示灯名
称与正下方按键名称相同，位于按键下方，具体如下：
GAIN×10：当GAIN×10按键按下时，该指示灯常亮，表示功率放大器电压增益放大10倍；
再按下GAIN×10按键，该指示灯灭，表示功率放大器电压增益放大1倍。
INVERT：当INVERT按键按下时，该指示灯常亮，表示功率放大器输出一个与输入信号反
相180°的信号；再按下INVERT按键，该指示灯灭，表示功率放大器输出一个与输入信
号同相的信号。
ON：当ON按键按下时，该指示灯常亮，表示功率放大器通道输出打开；再按下ON按键，
该指示灯灭，表示功率放大器通道输出关闭；当该指示灯闪烁时，表示通道输出过流保
护或输出端过压保护，此时无法打开通道输出，需要减轻负载或排除过压后，通道输出
才能打开。
Power：该指示灯常亮，表示电源已接通；该指示灯闪烁，表明功率放大器内部温度较
高，此时无法打开通道输出，待内部温度降至正常范围时，该指示灯变为常亮，通道输
出才能打开。
2．输入/输出注意事项
仪器输入阻抗Zi=50kΩ，电压增益为×1时输入范围为：-12V～+12V；电压增益为×10
时输入电压范围为：-1.25V～+1.25V，超出此范围的输入可能损坏仪器或发生危险。仪
器输出阻抗Zo＜2Ω，输出范围为-12V～+12V；实际输出电压可以达到±12.5V，但波形
的总谐波失真会增加。
后面板:

电源输入端

风扇排风口

ICES/NMB-001:此文本表示产品符合加拿大引起干扰设备标准(ICES-001)

2.一般安全概要
了解下列安全性预防措施，以避免受伤，并防止损坏本产品或与本产品连接的任何产品。
为避免可能的危险，请务必按照规定使用本产品。
请阅读下列安全性预防措施：
为防止触电或失火，请使用本产品专用并且核准可使用于所在国家认可的电源线及电
源适配器。
本产品通过电源线内的保护接地线接地。为了防止电击，请核查本产品将使用的电源
插座是否与大地相连接。在连接本产品除电源线外的任何输入或输出端之前，请确保
本产的保护接地端与电源线的接地端有可靠的连接。

1.电源输入端
请使用附件提供的电源适配器连接该端口，电源为9V/4000mA的直流信号，请勿使用
其它输出类型的适配器给UT-M14供电，否则会造成仪器性能下降或永久性损坏。
2.风扇排风口
在给UT-M14接通电源后，请确认没有任何物体堵住或挡作进风口、风扇排风口，以免
影响其正常工作。

三.操作指南

若欲安排维修或索取保修单全文，请与最近的UNI-T销售和维修处联系。
除本概要或其他适用的保用证所提供的保证以外，UNI-T公司不提供其他任何
明示或暗示的保证，包括但不局限于对产品可交易性和特殊用途适用性之任
何暗示保证。在任何情况下，UNI-T公司对间接的，特殊的或继起的损失不承
担任何责任。

1. 基本操作
UT-M14有3个功能按键，分别对应功率放大器的3个状态
参数，按下相应功能按键，功率放大器执行相应功能,
面板按键如右图所示：
各功能按键详细说明如下表所示：
功能按键

功能设置

ON(通道输出开关)

打开、关闭

INVERT(输出极性)

同相输出
反相输出

设置输出信号极性，指示灯亮表示输出一个与输入
信号反相180°的信号，指示灯灭表示输出与输入同相

GAIN×10(增益设置)

×1、×10

设置输出增益，指示灯亮表示×10，指示灯灭表示×1

功能描述
打开或关闭通道输出，指示灯亮表示通道输出打开

2.应用举例
a.功率元器件的测量
UT-M14可作为信号发生器的功率放大器，
评估功率元器件的性能。利用UT-M14功
率放大器的宽频带、高速输出性能，可
用各种波形、各种脉冲模式、以及任意
波形进行元器件的评估和测试。功率元
器件的测量系统示意图如下所示：

附录A：性能指标
功率元器件的测量系统示意图

b.磁化特性的测量
UT-M14可用于磁性材料的磁化特性(B-H
曲线)测量(10W驱动，附加阻抗变换变
压器)。利用它可测量铁氧体和非晶型
材料等磁性材料的B-H曲线。磁化特性
的测量系统示意图如下所示：

50kΩ
±12Vmax(增益：×1)
±1.25Vmax（增益：×10)

外部输入

压电元器件的驱动示意图

此外，UT-M14还可用于其它技术领域的研究开发以及实验的驱动放大器。

四.故障处理
下面列举了UT-M14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故障及排查方法。当您遇到这些故障时，请
按照相应的步骤进行处理，如不能处理，请与经销此产品的经销商或当地办事处联系。
保护电路
当输出电流过大或者内部温度过高或输出端过压时，仪器将自动启动相应保护功能
(断开通道输出，状态指示灯闪烁)，以免损坏仪器。
保护电路动作的具体现像描述如下:
过流/过压保护：通道输出断开(输出继电器被切断)，ON指示灯闪烁。
过温保护：通道输出断开(输出继电器被切断)，Power指示灯闪烁。
保护电路动作时，建议您检查自己所接负载是否超过UT-M14的极限输出值，或者环境
温度是否高于UT-M14所规定的极限温度值；若超出功率放大器最大工作范围，则需要
减轻负载或者排除输出端过压或者功率放大器内部温度降至正常范围时，功率放大器
通道输出才能正常打开，否则不能正常打开通道输出。

五.安全工作曲线
使用UT-M14功率放大器之间，建议您仔细参考以下曲线并确保在使用时工作于以下安全
工作区域内(阴影部份)，以防止UT-M14性能下降或出现设备损坏。
1.直流工作区域

除非另有说明，所示指标在下述两个条件下均能满足：
仪器必须在规定的操作温度下连续运行30分钟以上。
除标有"典型"字样的规格外，所有规格都有保证。
信号输入
输入阻抗

磁化特性的测量系统示意图

c.压电元器件的驱动
UT-M14可作为压电元件的驱动(10W驱动，
附加阻抗变换变压器)。UT-M14输
出的阻抗极小，所以静电容量很大(高至
1000pF)的压电元器件也能得到良好的阶
跃响应。压电元器件的驱动示意图如下
所示：

2.联系我们
如您在使用此产品的过程中有任何不便之处，在中国大陆可直接和优利德科技(中国)有
限公司（UNI-T.Inc.）联系：
北京时间上午八时至下午五时三十分，星期一至星期五或者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
我们的邮件地址是：infosh@uni-trend.com.cn
中国大陆以外地区的产品支持，请与当地的UNI-T经销商或销售中心联系。
服务支持UNI-T的许多产品都有延长保证期和校准期的计划供选择，
请与当地的UNI-T经销商或销售中心联系。
欲获得各地服务中心的地址列表，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网址：http://www.uni-trend.com

2.交流工作区域

放大器指标
运行模式
增益
极性切换
正弦输出功率有效值(RL=7.5Ω)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输出阻抗
全功率带宽
输出摆率
过冲
其它
电源

恒定电压
10V/1V、10V/10V二档切换(直流增益误差:＜±5%±30mV）
同向/反向
10W（典型值，输入Sine，100kHz，×10）
12.5Vpeak（输入Sine，100kHz）
1.65Apeak（输入Sine，100kHz）
＜2Ω
DC～2MHz
≥160V/µs（典型值）
＜5%
DC 9V/4000mA
输出过流保护、内部温度异常保护

输出保护
操作温度
尺寸（长×宽×高）
净重

0℃～+40℃
215mm×145mm×54mm
970g±20g

注1：全功率带宽指的是放大器输出最大幅度且无失真的交流信号的最大频率：
SR
2p
Vo max

全功率带宽 FPB =

SR(Slew Rate，即输出摆率)定义：给放大器输入一个大的阶跃信号，发现其信号
输出斜率会在某处饱和成为一个固定常数，这个常数称为放大器的Slew Rate。
Vomax：放大器能够输出无失真交流信号的最大幅度。
注2：以上指标均为25℃时的指标，UT-M14工作的环境温度范围为0℃～+40℃，当环境
温度大于40℃时建议您降低输出功率和UT-M14的工作频率。

附录B：配件清单
符合所在国标准的电源线----------9V/4000mA电源适配器-------------BNC电缆（1米）------------------用户手册------------------------产品保修卡-----------------------

一根
一个
一根
一本
一份

附录C：保养和清洁维护
直流工作区域

3. 输出电流与工作频率的关系

输出电流与工作频率的关系

交流工作区域

4.输出电压与工作频率的关系

输出电压与工作频率的关系

注：当给放大器输入一个幅值很大的信号时，决定放大器性能的主要参数是输出摆率
(Slew Rate)及其散热条件。当输入大幅值信号的频率增加时，功率放大器即使
在不带负载的时候其本身的工作电流、功耗也会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增加而增加，
且信号的失真也会随着频率的增加而增加，从而造成功率放大器内部发热，性能
下降，所以我们对UT-M14的大幅值输入信号的频率和幅值的关系作了限制。

六. 服务和支持
1.保修概要
UNI-T(优利德科技(中国)有限公司)保证其生产及销售的产品，在授权经销商

发货之日起三年内，无任何材料和工艺缺陷。如产品在保证期内证明有缺陷，
UNI-T将根据保修单的详细规定予以修理和更换。

一般保养
 请勿把带有液晶显示屏的仪器储存或放置在液晶显示器会长时间受到直接日照的地方。
 为避免损坏仪器或连接线，请勿将其置于雾气、液体或溶剂中。
清洁维护
 请根据使用情况经常对仪器进行清洁。
 先断开电源，然后用潮湿但不滴水的软布（可使用柔和的清洁剂或清水擦试仪器外部
的浮尘，不要使用含苯，甲苯，二甲苯和丙酮等烈性物质的化学药品或清洁剂)。
 清洁带有液晶显示屏的仪器时，请注意不要划伤LCD保护屏。
 请勿使任何腐蚀性的液体沾到仪器上，以免损坏仪器。
警告:在重新通电使用前,请确认仪器已经干透,避免因水分造成电气短路甚至人身伤害。

